
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系统的系列回信与贺信 

（2015 年-2021 年） 

目录 

1.习近平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周年的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2.习近平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 

3.习近平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的贺信.............. 3 

4.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 5 

5.习近平给复旦大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.. 6 

6.习近平致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周年的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7 

7.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 8 

8.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“90 后”党员的回信 ................. 9 

9.习近平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 10 

10.习近平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周年的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1 

11.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 12 

12.习近平主席给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师生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 

13.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.................. 14 

14.习近平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周年的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6 

15.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7 

16.习近平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17.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日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回信....... 19 

18.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 8名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 20 

19.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

梦之旅”的大学生的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1 

20.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、北京培黎职业学院的回信........ 23 

21.习近平致清华大学建校 105周年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4 

22.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周年贺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5 

23.习近平总书记给“国培计划（2014）”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

回信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6 

 



1 

 

1.习近平致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贺信 

 

值此厦门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，我向全体师生员工

和海内外校友，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！ 

厦门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大学。100 年来，学校

秉持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立校志向，形成了“爱国、

革命、自强、科学”的优良校风，打造了鲜明的办学特色，

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，为国家富强、人民幸福和中华文化海

外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。 

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。希

望厦门大学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，与时俱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，

全面提升服务区域发展和国家战略能力，为增强中华民族

凝聚力和向心力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、实现中

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21 年 4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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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习近平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的回信 

 

郭汉城、杜近芳、尚长荣、马金凤、蔡正仁、刘秀荣等

同志： 

你们好！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来信，反映中国戏曲

学院办学取得的可喜成果，戏曲艺术薪火相传，我感到很欣

慰，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的问候！ 

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，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。希望

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 70 周年为新起点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

方针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

信，弘扬优良传统，坚持守正创新，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

真谛，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，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

化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20 年 10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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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习近平致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和全国学联二十七大的

贺信 
 

值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

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，我代

表党中央，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！向全国各族各界

青年和青年学生、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！ 

5 年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，各级青

联和学联组织锐意改革、积极进取，团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

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慧力量、展现青春风

采，为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

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，我们即将夺取全面

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，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

新征程。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，培育高尚品格，练

就过硬本领，勇于创新创造，矢志艰苦奋斗，同亿万人民一

道，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。 

青联和学联工作是党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各

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，关心和支持青联

和学联工作，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增长才干、施展才华创

造良好条件。青联和学联组织要紧跟时代步伐，把握青年工

作特点和规律，深化改革创新，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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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坚定跟党走、奋进新时代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新的

更大的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20 年 8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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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习近平给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

信 
 

中国石油大学（北京）克拉玛依校区的毕业生们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到了，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后将奔

赴新疆基层工作，立志同各族群众一起奋斗，努力成为可堪

大用、能担重任的西部建设者，我支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

选择。 

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，让你们这届高校毕

业生经受了磨练、收获了成长，也使你们切身体会到了“志

不求易者成，事不避难者进”的道理。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

帆风顺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

矢志奋斗。同学们生逢其时、肩负重任。希望全国广大高校

毕业生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，不畏艰难险阻，勇担时代使命，

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，为党、为祖国、

为人民多作贡献。 

各级党委、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切实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

工作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，

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，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

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。 

习近平 

2020 年 7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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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习近平给复旦大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

全体队员的回信 
 

复旦大学《共产党宣言》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同

志： 

来信收悉。100 年前，陈望道同志翻译了首个中文全译

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为引导大批有志之士树立共产主义远大

理想、投身民族解放振兴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现在，你们

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，传播马克思主

义理论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、做

得更好。 

心有所信，方能行远。面向未来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，

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、矢志拼搏奋斗。希望广大党员特

别是青年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，结合学习党史、新

中国史、改革开放史、社会主义发展史，在学思践悟中坚定

理想信念，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，努力为实现“两个

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

慧和力量。 

 

习近平 

2020 年 6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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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习近平致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的贺信 

 

值此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校 100 周年之际，我代表党中

央，向全校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！ 

哈尔滨工业大学历史悠久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在党的领

导下，学校扎根东北、爱国奉献、艰苦创业，打造了一大批

国之重器，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

贡献。希望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新的起点上，坚持社会主义办

学方向，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在教书育人、科研攻关等

工作中，不断改革创新、奋发作为、追求卓越，努力为实现

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

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20 年 6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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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习近平给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 

 

北京科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悉。得知你们到中国留学以来，既学到

了丰富知识，也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，我为你们取得的成绩

感到高兴。 

正如你们所感受到的，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中国政府

和学校始终关心在华外国留学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，为大

家提供了全方位的帮助。生命至上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在华

外国人员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视同仁予以关心和爱护。 

我了解到，在抗击疫情期间，很多留学生通过各种方式

为中国人民加油鼓劲。患难见真情。中国将继续为所有在华

外国留学生提供各种帮助。中国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

深造，也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、多向世界讲讲你们所看到的

中国，多同中国青年交流，同世界各国青年一道，携手为促

进民心相通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。 

 

习近平 

2020 年 5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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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“90后”党员的回信 

 

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“90 后”党员： 

来信收悉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，你们青年人同

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，不畏艰险、冲锋

在前、舍生忘死，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量，交出了合格答卷。

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，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，是堪当

大任的！我向你们、向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

年，致以诚挚的问候！ 

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民

族就有希望。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、在艰

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、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领，继续在救

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，带动广大青年不惧风雨、勇挑重

担，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。 

 

习近平 

2020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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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习近平给在首钢医院实习的西藏大学医学院学生的回信 

 

西藏大学医学院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的同学们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到了，得知你们 17 名同学在北京进行临

床实习期间，既锻炼了临床基本功，也坚定了献身西藏医疗

卫生事业的信念，我很欣慰。 

医生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。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

争中，军地广大医务工作者冲锋在前、英勇奋战，用行动诠

释了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崇高精神。我相信，你们一定会以

他们为榜样，努力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生。希望你们珍惜

学习时光，练就过硬本领，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，

以仁心仁术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。 

藏历新年就要到了，我向你们以及藏区各族群众致以节

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！ 

 

习近平 

2020 年 2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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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习近平致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的贺信 

 

值此中国科学院建院 70 周年之际，我代表党中央，向

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！向全院科技工作者和干部职工致以

诚挚的问候！ 

70 年来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中国科学院大胆探索、

开拓创新、勇于实践，解决了一大批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科

技问题，突破了一大批制约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，取得了一

大批一流水平的原创成果，书写了新中国科技创新的辉煌

篇章。中国科学院几代科学家求真务实、报国为民、无私奉

献的先进事迹充分展现出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

高尚品格。 

当今世界，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。希望中国科学

院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，抢抓战略机遇，勇立改革潮头，勇

攀科技高峰，加快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，加快突破关键核心

技术，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，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

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19 年 11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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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给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全体学生的回信 

 

北京体育大学 2016 级研究生冠军班的同学们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到了，得知你们珍惜深造机会，边努力

学习，边刻苦训练，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推广工作，我感到很

高兴。 

我看过你们不少比赛，每当看到我国体育健儿在重大

国际赛事上顽强拼搏、勇创佳绩、为国争光时，我从心里面

为大家喝彩。新时代的中国，更需要使命在肩、奋斗有我的

精神。希望你们继续带头拼、加油干，为建设体育强国多作

贡献，为社会传递更多正能量。祝你们学业有成。请转达我

对北体大全体师生和正积极备战奥运等赛事的运动员、教

练员的诚挚问候！ 

习近平 

2019 年 6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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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习近平主席给意大利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师生回信 

 

雷亚莱校长，各位同学： 

你们的来信收到了，看到同学们能用流畅的中文表达

自己的所思所想，我很高兴。 

你们学校成功开办中文国际理科高中，培养了一批有

志于中意友好事业的青年。同学们在信中介绍，通过孔子课

堂项目有机会近距离了解中国，看到了世界的广阔与多元

文化的价值。这是你们通过学习实践得来的收获。你们立志

促进中意青年思想对话和文化交流，促进中意人民友谊，我

对此十分赞赏。希望你们做新时代的马可·波罗，成为中意

文化交流的使者。 

青春总是与梦想相伴而行。你们即将高中毕业，迈入大

学校园。愿你们青春正好、不负韶华，都能成就梦想。欢迎

你们来华学习和工作，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你们的圆梦之地。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 习近平 

2019 年 3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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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 

 

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之际，我代

表党中央，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！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

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！ 

历史是一面镜子，鉴古知今，学史明智。重视历史、研

究历史、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

传统。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。新时代坚持和发

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，

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，在对历史的深入思

考中汲取智慧、走向未来。 

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。长期以来，在党的领

导下，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、成果丰硕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

展作出了积极贡献。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

良传统，整合中国历史、世界历史、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，

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，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

展，总结历史经验，揭示历史规律，把握历史趋势，加快构

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。 

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，

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立足中国、放眼世界，

立时代之潮头，通古今之变化，发思想之先声，推出一批有

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，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，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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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知古鉴今、资政育人作用，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

展、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19 年 1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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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习近平致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的贺信 

 

值此西藏民族大学建校 60 周年之际，我代表党中央，

并以我个人的名义，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

的祝贺！ 

西藏民族大学建校以来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正确

办学方向，坚持立德树人，为党和人民、为西藏各项事业发

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。西藏民族大学

60 年来取得的成绩，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

展、西藏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。 

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，希望你们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

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，紧紧围绕培养

什么样的人、怎么培养人、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，培育

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，贯彻党的

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，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，传承中华优

秀传统文化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，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，

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

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，为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

标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18 年 10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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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习近平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 

 

周令钊、戴泽、伍必端、詹建俊、闻立鹏、靳尚谊、邵大箴、

薛永年同志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悉。长期以来，你们辛勤耕耘，致力教

书育人，专心艺术创作，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耄耋

之年，你们初心不改，依然心系祖国接班人培养，特别是周

令钊等同志年近百岁仍然对美育工作、美术事业发展不懈

追求，殷殷之情令我十分感动。我谨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

候。 

美术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塑造美好心灵具

有重要作用。你们提出加强美育工作，很有必要。做好美育

工作，要坚持立德树人，扎根时代生活，遵循美育特点，弘

扬中华美育精神，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。 

值此中央美术学院百年校庆之际，希望学院坚持正确办学

方向，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发扬爱国为民、崇德尚艺的优良

传统，以大爱之心育莘莘学子，以大美之艺绘传世之作，努

力把学院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。 

习近平 

2018 年 8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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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习近平给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的回信 

 

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： 

你们好！读了来信，我很高兴，我从中读出了祖国日益

强大带给你们的自豪之情，也感受到了海外学子们心向祖

国、追求进步的强烈心声。 

60 年前，毛主席在你们学校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深情

地说，青年人“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，希望寄托在你们

身上”。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本领、有担当，国家就有前途，

民族就有希望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离不开一

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。希望你们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，

胸怀大志，刻苦学习，早日成长为可堪大任的优秀人才，把

学到的本领奉献给祖国和人民，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梦想

奋斗的道路上。 

新的一年即将到来，我向你们、向所有的海外学人致以

诚挚的问候。 

习近平 

2017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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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给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

毕业生回信 
 

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首届硕士毕业生： 

你们好！来信收悉。得知你们圆满完成学业、成为南南

合作与发展学院的首届毕业生，而且学有所思、学有所获，

我感到十分高兴。 

你们在信中表示，促进公平、包容、可持续发展是大家

的共同心愿。这正是中国倡导建立南南学院的初衷。南南合

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、应对挑战的伟大事业。中国将发

挥好南南学院的平台作用，推动开展南南合作，促进广大发

展中国家共同走上发展繁荣之路。 

作为首届毕业生，你们满载荣耀，使命光荣。希望你们

坚持学习、学以致用，行远升高、积厚成器，努力探索符合

本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，成为各自国家改革发展的领

导者。希望你们珍惜同各位老师、同学、朋友在中国结下的

情谊，书写你们国家同中国友好合作新篇章，成为全球南南

合作的践行者。 

请代我向你们的家人问好，欢迎有机会再回中国来！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 

2017 年 10 月 11 日 

 

 



20 

 

18.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开大学 8 名新入伍大学生的回信 

 

阿斯哈尔·努尔太等同学： 

你们好！我看了来信，得知你们怀揣着从军报国的理想，

暂别校园、投身军营，你们的这种志向和激情，让我感到很

欣慰。 

自古以来，我国文人志士多有投笔从戎的家国情怀。抗

战时期，许多南开学子就主动奔赴沙场，用鲜血和生命诠释

了爱国、奉献的精神内涵。如今，你们响应祖国召唤参军入

伍，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，为广大有志青年树立了新的

榜样。 

希望你们珍惜身穿戎装的机会，把热血挥洒在实现强

军梦的伟大实践之中，在军队这个大舞台上施展才华，在军

营这个大熔炉里淬炼成钢，书写绚烂、无悔的青春篇章。 

习近平 

2017 年 9 月 23 日 

  



21 

 

19.习近平总书记给第三届中国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

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的大学生的回信 
 

第三届中国“互联网＋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“青年红色筑

梦之旅”的同学们： 

来信收悉。得知全国 150 万大学生参加本届大赛，其

中上百支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参加了走进延安、服务革命

老区的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，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

奔小康，既取得了积极成效，又受到了思想洗礼，我感到十

分高兴。 

延安是革命圣地，你们奔赴延安，追寻革命前辈伟大而

艰辛的历史足迹，学习延安精神，坚定理想信念，锤炼意志

品质，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伟大的中国梦，体现了当代中国

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。 

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

化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需要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

为人才为之奋斗。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。今天，我们比历史

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。

祖国的青年一代有理想、有追求、有担当，实现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就有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。希望你们扎根中国大地

了解国情民情，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，在艰苦奋斗中

锤炼意志品质，在亿万人民为实现中国梦而进行的伟大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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斗中实现人生价值，用青春书写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历史的

华彩篇章。 

习近平 

2017 年 8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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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.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、北京培黎职业学

院的回信 
 

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、北京培黎职业学院： 

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历经 77 年风雨洗礼，为促进人类

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。在此，谨向你们致以衷心

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！ 

今年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、工合

运动重要发起人、培黎学校创始人路易·艾黎诞辰 120 周

年。艾黎与中国人民风雨同舟，在华工作生活 60 年，为中

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架起了友谊之桥。他和宋庆龄、斯诺等

发起成立的工合国际，为支援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

出了重要贡献。 
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北京培黎职业学院以“手脑

并用，创造分析”为校训，心系国家、艰苦奋斗，传承发扬

老校长艾黎和何克倡导的职业教育思想，为中国社会主义

现代化建设精心培养了大批人才。 

希望你们发扬传承艾老“努力干，一起干”的工合精神，

积极开展国际文化交流，谱写国际友谊新篇章，为促进世界

和平与发展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。 

习近平 

2017 年 4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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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习近平致清华大学建校 105 周年贺信 

  

值此清华大学建校 105 周年之际，我向全体师生员工

和广大校友，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！ 

清华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。105 年来，清华

大学秉承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校训，开创了中西融汇、古

今贯通、文理渗透的办学风格，形成了爱国奉献、追求卓越

的精神和又红又专、全面发展的培养特色，培养了大批学术

大师、兴业英才、治国人才，为国家、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

献。 

办好高等教育，事关国家发展、事关民族未来。我国高

等教育要紧紧围绕实现“两个一百年”奋斗目标、实现中华

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，源源不断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优

秀人才。站在新的起点上，清华大学要坚持正确方向、坚持

立德树人、坚持服务国家、坚持改革创新，面向世界、勇于

进取，树立自信、保持特色，广育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各类人

才，深度参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，努力在创建世界一流

大学方面走在前列，为国家发展、人民幸福、人类文明进步

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 

衷心祝愿清华大学的明天更加美好！ 

习近平 

2016 年 4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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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.习近平致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 周年贺信 

 

中国中医科学院： 

值此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周年之际，我代表党中央、

国务院表示热烈的祝贺！向长期奋战在中医药战线的同志

们致以诚挚的问候！ 

60 年来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开拓进取、砥砺前行，在科

学研究、医疗服务、人才培养、国际交流等方面取得了丰硕

成果。以屠呦呦研究员为代表的一代代中医人才，辛勤耕

耘，屡建功勋，为发展中医药事业、造福人类健康作出了重

要贡献。 

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，也是打开中华文明

宝库的钥匙。当前，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、地利、人和

的大好时机，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，勇攀医

学高峰，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，充分发挥中医药的

独特优势，推进中医药现代化，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，切实

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、发展好、利

用好，在建设健康中国、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

篇章。 

习近平 

2015 年 12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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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.习近平总书记给“国培计划（2014）”北京师范大学贵

州研修班参训教师的回信 
 

“国培计划（2014）”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全体参训教

师： 

你们好！一年前，在北京师范大学“国培”课堂上，我

同大家座谈，你们对教育的执着、对知识的渴望、对学生的

关爱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一年来，你们取得了新的进步，

我感到很高兴。 

你们在来信中说，从事贫困地区教育大有可为，要让每

一个孩子充分享受到充满生机的教育，让每一个孩子带着

梦想飞得更高更远，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、共享人生出彩

的机会。说得很好。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最艰巨

的任务在贫困地区，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。扶贫必扶智。

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，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

务，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。党和国家已经采取

了一系列措施，推动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加快发展、教师队伍

素质能力不断提高，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

教育，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。 

发展教育事业，广大教师责任重大、使命光荣。希望你

们牢记使命、不忘初衷，扎根西部、服务学生，努力做教育

改革的奋进者、教育扶贫的先行者、学生成长的引导者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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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、为祖国下一代健康成长继续作出

自己的贡献。 

教师节即将来临，我向你们致以节日的祝贺！借此机会，

我也祝全国广大教师身体健康、工作顺利、生活幸福！ 

习近平 

2015 年 9 月 9 日 

 


